
本报讯 （劳动报记者胡玉荣）
记者昨天从市交通委获悉， 为了掌
握全市综合交通需求和系统运行情

况开展， 上海第六次综合交通调查
将于本月中下旬正式启动。 此次调
查将为上海编制“十四五”综合交通
规划、 新一轮交通白皮书编制提供
数据支撑。

据悉 ， 上海曾于 1986、1995、
2004、2009 年和 2014 年先后组织开
展了五次综合交通调查，形成了每 5
至 10 年开展一次全市综合交通调
查的长效机制。30 多年来，历次综合
交通调查为高架系统、 轨道交通网
络、越江工程、虹桥枢纽等一批重大
工程的决策，为城市总体规划、交通
发展战略、综合交通规划、两轮城市
交通白皮书的编制，为世博会、进博
会交通组织方案的制定等提供了数

据保障。
据市交通委总工程师李俊豪介

绍，此次调查分为 5 大类、24 个调查

项目，5 大类项目分别为： 人员出行
调查、 货物运输调查、 系统运行调
查、 交通新热点问题调查和基础数
据整合调查 。 调查将于 2019 年-
2020 年分两年开展，2019 年启动部
分重点项目，9 月份将率先开展居民
出行家访调查；2020 年实施完成所
有调查项目 ， 最终调查成果预计
2021 年上半年完成。

市统计局副局长李炜表示 ，居
民出行家访调查是综合交通调查的

核心， 通过记录居民一日所有出行
记录用于获取本市常住人口出行特

征。本次抽取 5.1 万户居民家庭开展
入户调查，覆盖全市所有街道，涉及
全市 16 个区、227 个乡、镇、街道，抽
取 913 个居（村）委会。“市民的出行
信息可以使我们更好地构建上海综

合交通系统。” 李炜强调， 综合交通
调查的问询内容主要为出行情况，
不涉及家庭成员的姓名， 不涉及收
入、 财产等个人敏感信息。

全球顶尖抗癌医疗企业云集进博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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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界首台高场强磁共振放疗系统将入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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沪将启动第六次综合交通调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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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项医疗展品国内落地

在昨天举行的第二届进博会

医疗展区抗癌专题会上， 默沙东
中国区副总裁、 战略业务规划负
责人张丽坤表示， 第二届进博会
上， 默沙东将通过近 800 平方米
的展台， 向中国大众展示高质量
的创新药品、 疫苗及动物保健产
品和服务 ， 助力中国政府实现
“健康中国 2030” 战略目标。

张丽坤称 ， 默沙东 1992 年
就进入中国， 不仅在上海设立默
沙东中国总部， 还在北京设立研
发中心， 在杭州建设工厂， 实现

了研发、 制造和商业运营三擎合
一， 中国已成为默沙东全球增长
战略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。

在首届进博会上首发明星展

品的医科达已有不少展品在国

内落地 。 其中 ， 医科达的精确
自适应伽马刀在国内已有两台

投入临床使用 ， 在首届进博会
现场展出的新一代智能放疗平

台也在国内多家医院完成了装

机， 另有数家医院已到货完成 、
正在等待安装。

医科达 (上海 ) 医疗器械有
限公司中国区副总裁刘建斌在当

天的专题会上表示， 世界上首台
高场强磁共振放疗系统也正在按

照中国的相关法规和政策进行严

谨的临床测试， 相信很快就可以
正式进入中国市场。

“在放疗行业中， 中国是仅次
于美国的第二大市场， 预计 3 年
后， 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一大市场。
因为美国市场已经饱和， 而中国
市场还在上升。 实际上， 按照发
货量， 中国市场已经超过美国 ，
成为全球第一大市场。 因此， 中
国市场是公司非常重视的市场 ，
也成为医科达在欧洲之外唯一的

重要生产基地。” 刘建斌表示， 目
前医科达中国的员工数量已超过

瑞典总部， 预计 2019年底中国研

发力量将占医科达全球相关类研

发力量的 50%。

罗氏创新中心今年落沪

全球处方药销售额最大、 市
值最高的制药企业辉瑞集团则将

在今年首次参加进博会。
辉瑞生物制药集团中国区总

经理吴琨在专题会上表示， 辉瑞
将在第二届进博会上展示多款创

新药品， 包括创新肿瘤药物爱博
新 （近 10 年来中国晚期乳腺唯
一一个突破性创新疗法 ）， 联合
内分泌治疗可显著延长患者 10
个月无进展生存期。

强生则在首届进博会期间与

50 多家国内知名医院签署采购备
忘录， 除了大型医疗器械， 新型
抗风湿生物制剂欣普尼等产品的

销量也提高了一倍以上。
罗氏制药中国企业事务与传

播部副总裁隆伟利在现场说 ，
2018 年， 罗氏全球的研发投入达
到 112 亿美元， 约占公司收入的
1/5， 相当于每天投入 2.9 亿元 。
在今年的进博会上， 罗氏制药把
展区面积扩大到 700 平方米， 将
带来乳腺癌、 流感和肿瘤免疫治
疗领域的多项新产品和新技术。

为了给中国患者提供抗肿瘤、

抗病毒、 移植等多个关键治疗领
域的突破性药品 ， 罗氏于 2004
年成立了罗氏研发 （中国） 有限
公司， 这是他们在新兴市场设立
的第一个研发中心， 也是跨国药
企在上海独资建立的第一个研发

中心。
隆伟利称 ， 罗氏于 2015 年

增资 8.63 亿建设全新的罗氏创
新中心上海 ， 也将于今年下半
年竣工 。 建成后的创新中心将
聚焦于研究与早期开发免疫 、
炎症及抗感染疾病领域的创新

型药品 ， 上海也将成为罗氏继
旧金山和巴塞尔之后的第三大

全球战略中心。

外资药企见证中国速度

在专题会上， 几乎每一家抗
癌医疗企业都提到了近年来不断

提升的中国速度。
张丽坤表示， 受益于中国政

府大力推进创新药物引进和加速

新药审评审批， 仅 2018 年一年，
就有 9 种默沙东创新药物及疫苗
获批； 9 种创新药物及疫苗正式
上市， 涉及肿瘤、 丙肝、 抗病毒
等多个治疗领域。 这让默沙东中
国成了在中国增速最快的跨国制

药企业之一。

得益于新药审评审批的不断

加速， 罗氏也有多款创新药在第
一时间来到中国。

隆伟利表示， 去年亮相于首
届进博会的罗氏抗癌药安圣莎 ，
仅在美国获批后的 9 个月后 ，
就迅速在国内获批 ， 基本实现
了与欧美的同步上市 。 获批后
的短短 46 天后就开出了国内的
第一批处方 。 以往 ， 进口创新
药在国内获批上市一般要比欧

美晚 5—6 年 ， 安圣莎的加速获
批上市见证了中国不断深化改

革开放和创新药注册审评新政

下的中国加速度。
让吴琨印象深刻的是， 爱博新

这款创新药品相较以往的药品上市

速度快了一半以上。 截至目前， 中
国已有超过 4000名患者接受治疗。

强生相关负责人则称， 过去
一年 ， 中国政府不断深化医疗 、
医保、 医药联动改革， 稳步推进
分级诊疗， 提高居民基本医保补
助标准和大病保险报销比例。 这
也激励着整个制药行业加速上市

更多的创新药物。
“2018 年至今 ， 强生在肿瘤

领域有 6 个新适应症获批。 未来
希望更多的肿瘤产品可以在中国

获批， 包括前列腺癌、 多发性骨
髓瘤、 淋巴瘤等。” 她说。

社区医院延长服务时间
中午、双休日甚至晚上都能看病

本报讯 （劳动报记者 李
蓓 ）为回应市民关切 ，满足居
民就医需求，上海市卫健委在
“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”主题教
育活动中再推新举措：全市社
区卫生服务中心延长服务时

间。昨天，记者获悉，上海各区
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均已落实

延时服务工作要求，实现两个
全覆盖： 午间门诊全覆盖、双
休日门诊全覆盖。

市卫健委说，在工作日延
长服务时间 、 在双休日开设
门诊 ，是满足居民 “家门口 ”
服务的重要举措 ，也是在职 、
在校人群错时服务的实际需

求。
近年来， 本市社区卫生服

务中心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延时

服务， 已形成比较好的社会反
响。8 月初 ，市卫健委印发 《关

于进一步做好本市社区卫生服

务中心延时服务的通知》，再次
明确全市社区卫生服务都要提

供延时服务。
截至目前， 所有社区卫生

服务中心均已在工作日提供午

间门诊，实现“中午连一连”全
覆盖。 工作日午间门诊时段一
般为 11:30-13:30，提供全科诊
疗服务为主， 确保白天服务不
间断。

所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

均已开设双休日门诊 ， 实现
双休日服务全覆盖 。其中 ：周
六 、 周日上午开设门诊比例
达到 100% ，周六 、周日下午
开设门诊比例也均超过 50%
（周六下午 56% ， 周日下午
53%）。

开设科室除了全科以外 ，
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因地制宜

地在双休日提供中医、 计划免
疫、妇科、儿科、口腔科、康复科
等针对在职、 在校人群需求的
服务内容， 从而满足上述人群
双休日错时服务的需求。

根据居民实际需求与周边

医疗资源分布情况， 以郊区为
主， 约四分之一的社区卫生服
务中心还提供工作日晚间门诊

服务，实现“晚间延一延”，满足
居民夜间就诊需求。

下一步， 市卫生健康委将
建立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延

时服务实施效果的跟踪评价

机制，重点对延时服务开展后
就诊量变化 、 服务内容利用
率 、居民满意度 、工作负荷等
情况进行分析评估。 同时，将
协同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，从
居民需求出发，更好地守护居
民健康。

■劳动报首席记者叶

近期，浦东、虹桥机场航站楼值机、安检、登机口以及出租车
排队入口处已全部设置“消防救援人员优先”标识。

■劳动报首席记者 包璐影 摄影报道

作 为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

博览会企业报名最早

“爆棚”的展区，医疗器械及医

药保健展区将云集一批全球顶

尖抗癌医疗企业。他们不仅关

注中国市场，还把中国视为重

要研发基地，成为过去一年这

个巨大市场的贡献者和赢家。


